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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２００９年是学校实施第二次党代会宏伟
目标的开创之年，是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

的关键之年。科技处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

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紧紧

围绕学校的年度科技目标任务，在着力抓好

“国字头”重要目标的实现、大力实施服务地

方的“１８６３计划”、全面制订江苏大学科技管
理文件等重点工作的同时，成功召开了江苏

大学第二次科技工作会议。在各学院、研究

院（所）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广

大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校科技创新工作取

得了新成绩，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纵向科研经费快速增长，国家级项目竞争

力明显增强】　２００９年，全校科研立项总经
费２．６亿元，较２００８年增长了１３％。其中，
纵向经费突破８０００万元，比２００８年增长了
１４％，国家级立项经费占 ５３％。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数达 ４８项，立项经费突破
１３６０万元；获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１项、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３项、国家“８６３”高技术项
目５项、国家科技支撑项目６项；自然科学
类部、省级项目数及经费额显著增加；２００９
年学校获批国家社科基金５项，获批项目数
在全省位列并列第五，立项率高于全国和全

省的平均立项率；人文社科纵向科研经费为

２８６．５万元，其中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经费占
７２．６％，全年立项经费比 ２００８年增长了
６０％；在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单列学科的项
目申报中，学校获批３项，实现了历史性的
突破；获批教育部项目９项，立项率比２００８
年增长２００％。
【国家级科技奖项再获新突破，科技创新成

果丰硕】　２００９年共申报各级各类奖项２３６
项，其中申报省部级以上奖项６６项。２００９

年，全校共获得各级各类奖项１１６项，其中
获省部级以上奖项２１项。毛罕平、李萍萍
教授等完成的“温室关键装备及有机基质的

开发应用”荣获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作为第二单位的杨继昌教授等完

成“节能环保型球团链篦机关键制造技术及

应用”荣获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孙玉坤教授等完成的“基于神经网络

逆的软测量与控制技术及其应用”荣获

２００９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实现了学
校国家奖三连冠的目标。

【科研基地建设成效显著，高水平创新平台

又有新发展】　２００９年，按照“总体规划、整
合资源、凝炼特色”的要求，强化４类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学校获科技部和澳大利亚联合

批准建设———“中澳先进光电分子功能材料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获江苏省高技术重点

实验室１项———“江苏省农业装备与智能化
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获批农业部“国

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加工装备分中心”

１项，学校作为共建单位获批省工程技术中
心１项、企业院士工作站１项。此外，顺利
通过了江苏科技厅对学校“江苏省道路载运

工具新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的中期评估工

作。获省科技创新团队建设１项。
在人文社科研究平台建设方面，２００９

年江苏省教育厅首次设立高校人文社科研

究基地。学校抢抓机遇，积极组织申报“能

源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中心”，在全省

４０余所高校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
全省首批设立的１３个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

建设的获批，标志着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又迈

上了一个新台阶，为今后组织重大科研攻

关、创新管理机制、成果转化运用提供了建

设平台。

【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服务社会能力明

显增强】　２００９年学校精心组织，主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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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密切与地方和相关行业企业的联系，结

合地方支柱和新兴产业，充分发挥产学研合

作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深化与地方在更

高层次、更广领域中的合作，努力提高科技

服务地方的贡献度，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社

会的意识得到进一步提升。全年合同经费

总额达１．８亿元，较２００８年同比增长１５％；
全年共签订四技合同５１０份（其中，一线教
学科研人员立项合同额７３６９万元，到账经
费５０４１万元）。全年新增产学研联合体３０
家，共建经费３３５万元；与镇江共建大学科
技园创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工作进展顺利。

特别是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为契机，大力实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

“１８６３计划”，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人员
服务社会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建立战略联

盟和地区研究院，逐步完善了学校服务社会

的网络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常州、无

锡、镇江、东海等地建立了江苏大学地区工

程技术研究院，２００余名科研人员担任了地
方政府、行业、企业的咨询专家与顾问，组织

参加了１０余个国家、省市级行业技术联盟，
与１７０余家企业建立了产学研战略联盟，８０
余支教授服务团和企业对接，与企业联合申

报国家级项目２０余项，联合申报省市级项
目１５０余项，接受企业委托科研项目４６０余
项，比２００８年同比增长１５％。目前，学校科
技服务已辐射全国２０个省、直辖市。在第
四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评奖中学

校３个项目获奖，充分体现了学校在科技成
果转化、推动我国技术市场的繁荣和发展上

作出的贡献。《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

《新华日报》、《扬子晚报》、江苏电视台、江

苏教育电视台、镇江电视台、《江苏教育

报》、《江苏经济报》、《镇江日报》、《京江晚

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学校服务地方社会的

情况。

【发明专利数量继续攀升，知识产权工作续

写新的辉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科
技进步的发展，知识产权制度作为鼓励和保

护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律制

度，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

２００９年，学校知识产权工作紧扣《国家知识
产权战略纲要》，继续加强以专利为核心的

知识产权工作。全校共申请专利３４７件，其
中国际（ＰＣＴ）发明专利申请６件，实现国际
专利申请大突破，国家发明专利３０６件，与
２００８年相比，发明专利申请量提高了１９％，
实用新型申请４１件；今年授权专利１４０件，
其中发明专利８０件，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分别
提高了６６．７％和６６．６％。与此同时，积极
推动学校专利技术的实施转化，２００９年学
校专利许可２６件，许可合同经费５４８．２万
元，到账经费１９９．３万元，较好地实现了学
校专利从量到质的提升。

【科技论文数量明显增长，ＳＣＩ论文情况成
绩喜人】　２００９年全校三大检索（ＳＣＩ，ＥＩ，
ＩＳＴＰ）共收录１１５８篇论文，较２００８年（９８０
篇）增长了１１．８％。其中，ＳＣＩ收录３３３篇
（２００８年 ２８３篇），ＥＩ收录 ６９３篇（收录较
２００８年增长了 ３４％），ＩＳＴＰ收录 １３２篇；
２００９年 ＳＣＩ源刊物发表论文３１９篇。高层
次人文社科类论文显著增加，２００９年 ＣＳＳＣＩ
收录１４１篇，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ＳＣＤ源刊物共发
表５５２篇。其中，ＣＳＳＣＩ源刊物发表论文
１７９篇、ＣＳＣＤ源刊物发表论文 １９６篇。此
外，２００９年全校共出版专著４２部。
【军工质量管理系统工作稳步推进】　在学
校顺利通过军工保密资格认证、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认证三大认

证工作的基础上，２００９年，学校又顺利通过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

军品第二次监督审核，从而为学校承担国防

重大科研项目、实现从以民口科研为主向

民、军、核工结合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

【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科技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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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是学校的制度建设年，科技处共
梳理出２３个相关科技管理文件，本着高效、
精干的原则，结合学校近几年的发展现状，

重新整合相关管理文件。其中，废除了 １１
个文件，合并了４个文件，新增了３个文件，
修改了８个文件，即２００９年科技处共出台
了１１项科技管理文件。其中重点修订了
《江苏大学科研配套奖励与绩效评价办

法》，进一步完善了学校科研业绩的考核与

管理，引导广大教师做“大科技”出“大成

果”，进一步优化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科研

成果的支持力度。这些文件的出台不仅起

到导向和杠杆作用，而且提高了学校的科技

管理工作效率，简化了工作流程，进一步提

高了学校科技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

规范化，使学校的科技管理工作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此外，对１６个校级（含培育）创
新团队和１８个院级创新团队进行了中期考
核，合格率１００％。
【加强学术交流，成功承办 ３次重要会议】
　２００９年，在原人文社科学术交流基金的
基础上，学校增加了自然科学类的学术交流

资助，共受理学术交流基金申请１４８项，经
科技处审核，共有１３４项符合资助条件，其
中自然科学类９７项，资助经费３２．４３万元。
学术交流基金资助范围的扩大，进一步鼓励

了学校广大教师参加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

交流活动的热情，对提高学校的学术知名度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５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主办、江苏大学承办

的“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我国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工程与材料学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镇江开

幕，对扩大学校知名度、提升学校形象产生

了积极作用。２００９年 ７月，学校成功召开
了第二次科技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近４年
以来的科技成就和成功经验，为学校下一阶

段科技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对引

导广大教师做“大科技”出“大成果”产生了

积极影响。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受江苏省教育厅
委托，科技处成功承办了江苏省教育厅委托

的全省高校科研统计会议工作，会议圆满召

开并赢得了省内高校与会人员的高度好评。

这些会议的召开，不仅传达了信息，而且扩

大了交流，使学校广大教师不仅能够了解国

家最新的科技发展战略，而且能够了解学校

下一阶段的科研发展战略，使广大教师劲往

一处使，在完成学校目标的同时，也为国家

的科技发展作出了贡献。

【加强党建和作风建设，不断提升科技处的

工作效能和部门形象】　２００９年是全面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年，科技处以十七大和

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理论联系实际，制订了科技处

关于落实《江苏大学机关开展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积极开展理论

学习，全年共组织理论学习２６次，撰写学习
体会和心得论文４篇。切实加强科技处的
党建和党风廉政工作，坚持两手抓，认真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健全完善监督约束

机制。在学校治理“小金库”工作中，科技

处没有任何经济账目问题，完全按照学校的

财务要求管理，无“小金库”问题，同时，积

极配合年底开展的反腐倡廉工作，把科技处

建设成为一支务实高效、开拓创新、风清气

正、教师放心的江苏大学科技管理队伍。

２００９年，也是学校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的关键年，科技处认真学习学校的相关会议

精神，一方面对照要求积极纠正不合要求的

行为，另一方面对照要求改变工作作风，形

成良好习惯，深入人心，形成长效机制。科

技处制订了“１１１行动计划”，深入部分学院
和专职科研机构，注重密切联系广大基层教

师。即每一位处领导，每周抽出１天时间到
基层科研单位调研，每次提出１０个有价值
的建议案，在学校做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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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模范作用，形成上情下达，融会贯通，齐心

合力促发展的良性互动。对外积极拓展，加

强了与国家部委办及省市等政府或行业机

构的沟通和交往，拓宽工作视野。坚持“管

理一流、服务一流”的宗旨，秉承“为学者着

想，为学术服务”的理念，充分利用多种信息

工具及时发布科研信息。利用各种宣传媒

体报道科技处最新工作进展和取得的成绩。

今年科技处组织了多场专题报告会、研讨会

和相关学术交流活动，传达最新科研动态和

最新科技政策，使广大教师体会到科技处是

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和交流中心。

科学技术

２００９年通过鉴定（评审）的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鉴

定单位
证书编号 鉴定时间 完成单位

项目负

责人
其他主要完成人

１

新型射流式

节水灌溉设

备的完善与

中试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１２号 ２００９．０２．２２ 江苏大学 袁寿其

李　红　施卫东　刘建瑞
朱兴业　高网大　薛若虚
向清江　蔡　彬　汤　跃
袁建平　刘俊萍　陈　超
庄金良

２

禽畜饲养场

所有害气体

及粉尘排放

测 控 方 法

研究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２１号 ２００９．０２．２２ 江苏大学 朱伟兴

李新城　陆朝荣　马长华
王东宏　李　丽　纪　滨
刘　波　李先锋

３

基 于 ＯＰＣ
技术的畜禽

场分布式实

时监控系统

设计研究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２２号 ２００９．０２．２２ 江苏大学 朱伟兴

李新城　陆朝荣　王东宏
马长华　纪　滨　刘　波
李先锋

４

纳 米 金 属

Ｎｉ，Ｃｕ，Ａｌ
的形貌控制

合成制备技

术及其应用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３５号 ２００９．５．１６ 江苏大学 程晓农

张锡凤　殷恒波　徐桂芳
杨　娟　李长生　吴静波
姜廷顺　喻龙宝　章敏美
刘红飞　徐　驰　王爱丽

５

伤寒沙门菌

基 因 组

ＤＮＡ 芯 片
的制备与基

因表达谱分

析应用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ＳＨ２００８】
第０３１号 ２００９．１０．２３ 江苏大学 黄新祥

生秀梅　茅凌翔　徐顺高
张海方　许化溪

２０４



!"#$%!&'(%)*+,

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鉴

定单位
证书编号 鉴定时间 完成单位

项目负

责人
其他主要完成人

６

农田作业面

积计价器及

面 积 测 量

方法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４６号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江苏大学 张西良

陈　进　李萍萍　陈树人
李耀明　董进泉　黄治根
张　锋　张林林　杨春松
周毅华

７
纵轴流脱粒

分离 清选

试验台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４２号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江苏大学 李耀明

徐立章　赵　湛　李萍萍
马朝兴　尹建军　胡建平
李洪昌　唐　忠　乔明光
贾毕清　周丰旭

８

联合收割机

谷粒清选损

失检测方法

及装置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４４号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江苏大学 毛罕平

倪　军　左志宇　李萍萍
李耀明　杨建宁　韩绿化

９
联合收割机

故 障 诊 断

技术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４３号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江苏大学 宋寿鹏

王存堂　左志宇　顾　建
李耀明　李萍萍　邱白晶
毛罕平　王富良　魏新华
易立章　何丽平　周天悦

１０
联合收割机

负荷反馈自

动控制系统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４１号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江苏大学 陈　进

王新忠　李耀明　李萍萍
刘继展　黄治根　董进泉
魏新华

１１

联合收割机

夹带损失监

测 方 法 与

装置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４５号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江苏大学 李耀明

张小超　赵　湛　周利明
李萍萍　徐立章　徐娇娇

１２

基于多模态

仿人协调控

制的智能生

物发酵装置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５３号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江苏大学 高国琴

杨建宁　诸德宏　孙玉坤
蒋　勤　刘国海　陈永琪
何广华　徐衍涛

１３

总线化智能

多参数高精

度检测与控

制仪表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５６号 ２００９．１１．１１ 江苏大学 刘星桥

赵德安　程明慧　赵不贿
秦　云　刘一颖　薛文平
杨年法　王荣光　李康吉
王东宏　徐雷钧　桂　芬
林雅娇　殷　俊

２０５



-./"01

（２０１０）

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鉴

定单位
证书编号 鉴定时间 完成单位

项目负

责人
其他主要完成人

１４

海洋微生物

酶发酵的关

键工艺参数

及装备技术

的研发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５２号 ２００９．１１．１ 江苏大学 孙　谧

孙玉坤　刘国海　郝建华
杨建宁　廖志凌　朱湘临
黄永红　王跃军　嵇小辅
王　博　陈永琪　何广华
徐衍涛

１５
ＫＲＨ－Ⅱ型
农业干式发

酵装置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５１号 江苏大学 王跃军

廖志凌　朱湘临　刘均忠
刘叶飞　刘贤兴　孙玉坤
高　平　黄永红　嵇小辅
王　博　孙　谧　陈永琪
何广华　徐衍涛

１６

喷涂机器人

轨迹优化与

离线编程技

术研究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５５号 江苏大学 赵德安

卢章平　李发忠　陈　伟
刘星桥　李明珠　谢木宝
白文君　汤　养　高国琴
姬　伟　张　超　缪苏毅
胡裕渊　朱　毅

１７

商品猪精细

养殖环境控

制及质量可

溯源管理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５４号 江苏大学 赵德安

马从国　刘叶飞　马荣坤
杨年法　姬　伟　殷春芳
戴春霞　张玉峰　郑运鸿
腾翠凤

１８

３０４不锈钢
电加热器表

面耐热防腐

层 制 备 及

技术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６４号 ２００９．１２．１３ 江苏大学 邵红红

苗润生　王　兰　纪嘉明
谭　伟　王守培　王建萍
潘丽霞

１９
磁吸式穴播

精 密 排 种

技术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６３号 ２００９．１２．１３ 江苏大学 胡建平

左志宇　杨德勇　李耀明
尹建军　赵　湛　徐立章
柳召芹　郑赛男　刘文东
王奇瑞　刘　琦　闫军朝

２０

用于建筑采

暖和农业温

室的太阳能

空 气 集 热

系统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６１号 ２００９．１２．１３ 江苏大学 左　然

王军锋　王　谦　李秀武
苏文佳　戴巧利　王　坤
于海群　张旭朋　丁　刚

２１

细水雾室外

环境调节技

术研究及系

统开发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６０号 ２００９．１２．１３ 江苏大学 王军峰

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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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鉴

定单位
证书编号 鉴定时间 完成单位

项目负

责人
其他主要完成人

２２
高效无堵塞

潜水排污泵

开发研究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６５号 ２００９．１２．１３ 江苏大学 丛小青

袁丹青　李维斌　杨敏官
王　群　冯　赛　许立明
王立伟　贾自强

２３

幽门螺杆菌

ＩＶ型分 泌
装置蛋白和

微孔蛋白功

能及机制的

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ＳＨ２００８】
第０３２号 江苏大学 邵世和

陈德玉　段秀杰　韩晓红
薛延军　王文凯　王　华
崔蕾蕾　董书荣　鞠小丽

２４

物理处理与

拮抗酵母联

用防治水果

采后病害及

作 用 机 制

研究

教育部 江苏大学 张红印

张红印　董　英　张晓云
姜　松　任晓锋　齐向辉
陈华友　王世珍　马龙传

２５

飞秒激光生

物分子微纳

加工技术与

系 统 装 备

研发

教育部
鉴字【教ＳＨ２００９】
第０１８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０ 江苏大学 周　明

蔡　兰　龚爱华　杨海峰
杨佩芳　王亚伟　李保家
赵恩兰　任乃飞　刘会霞
袁　润

２６

基于环境金

属污染物分

离的硅钛基

微／纳米材
料印迹聚合

物的制备及

应用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ＳＨ２００９】
第０１９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１ 江苏大学 李春香

毛艳丽　刘　辉　徐婉珍
赵干卿　潘建明　舒和庆
关卫省　邵秋菊　张祖磊

２７

适用于抗生

素分离的双

水相萃取／
气浮溶剂浮

选体系的构

建 及 应 用

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ＳＨ２００９】
第０２０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１ 江苏大学 李春香

闫永胜　笪祖林　王　
!

韩　娟　王　良　侯延民
马春宏　谢雪乔

２８

硅基复合材

料在环境保

护中的应用

技术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ＳＨ２００９】
第０２２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２ 江苏大学 谢吉民

朱建军　陈　敏　刘　军
武　文　吕晓萌　姜德立
荆俊杰　陆晓菁　吴云龙

２０７



-./"01

（２０１０）

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鉴

定单位
证书编号 鉴定时间 完成单位

项目负

责人
其他主要完成人

２９

离子液体萃

取耦合催化

氧化燃油深

度 脱 硫 的

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ＳＨ２００９】
第０２１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２ 江苏大学 李华明

朱文帅　刘　辉　尹　盛
王　坤　闫永胜　贺敏强
解清杰　夏杰祥　许　晖

３０
现代泵空化

基 础 理 论

研究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８７６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江苏大学 潘中永

倪永燕　孔繁余　李　红
曹卫东　李晓俊　曹英杰
谢　蓉　李　帅　李俊杰
刘　威

３１

单变频器配

置的泵站实

时优化节能

策略研究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８７７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江苏大学 汤　跃

袁寿其　袁建平　李红
张金凤　尚亚波　陈义春
秦祖群　吴　徐　骆　寅
许燕飞　赵　坤　刘俊萍
秦武轩　郑　颖

３２

离心泵内部

非定常流动

及 其 流 动

特性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８０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江苏大学 袁建平

倪永燕　袁寿其　张金凤
汤　跃　李　红　裴　吉
刘　阳　熊海芳　付燕霞
梁　

!

　阳　君

３３

全射流喷头

射流附壁理

论 与 数 值

模拟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７５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江苏大学 李　红

汤　跃　向清江　袁寿其
许晓东　王　超　陈　超
朱兴业　杨炎财

３４

带分流叶片

离心泵内部

流动特性及

性 能 优 化

研究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８１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江苏大学 张金凤

袁建平　袁寿其　汤　跃
何有世　付跃登　沈艳宁
李　红　黄　萍　梁　

!

李亚林

３５
高效节能快

速自吸喷灌

泵的研究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７９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江苏大学 袁寿其

施卫东　刘建瑞　李　红
汤　跃　高网大　袁建平
蔡　彬　庄金良　陆伟刚
张金凤　朱兴业　沈振华
苏起钦　彭歆中　刘俊萍
王　超　王　涛　印美娟

３６

环保用双流

道泵固液两

相流动及性

能预测研究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７８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江苏大学 刘厚林

谈明高　袁寿其　施卫东
马皓晨　潘中永　赵斌娟
陆斌斌　刘　敏　曹卫东
黄道见　王　勇　王　凯
董　亮　卢展雄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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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鉴

定单位
证书编号 鉴定时间 完成单位

项目负

责人
其他主要完成人

３７

等离子体荷

电干式喷钙

脱 硫 系 统

研究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７７号 ２００９．１２．２６ 江苏大学 依成武

吴春笃　储金宇　颜松林
陈留平　欧红香　汪松美
殷国安　陈志刚　朱红力
张　波　李维斌

３８

生物反应过

程数字化测

控系统的研

发及应用

教育部
鉴字【教ＳＨ２００９】
第０２５号 ２００９．１２．３０ 江苏大学 孙玉坤

嵇小辅　黄永红　朱湘临
刘贤兴　刘国海　王　博
陆建民　孙　谧　刘元清
王跃军

３９

先进静止无

功补偿测控

技术的研究

与开发

教育部
鉴字【教ＳＨ２００９】
第０２３号 ２００９．１２．３０ 江苏大学 孙玉坤

孙运全　黄振跃　郑　宏
刘贤兴　刘国海　任明炜
李自成　茅靖峰　刘元清
孙和平

４０

无轴承永磁

薄片电机及

其驱动控制

技术研究

教育部
鉴字【教ＳＨ２００９】
第０２４号 ２００９．１２．３０ 江苏大学 朱誯秋

孙玉坤　杨泽斌　诸德宏
姜晋文　刘贤兴　孙晓东
许　波　潘　伟　成秋良
郝晓红　刁小燕　孙宇新
黄振跃　张荣标　吉敬华
费德成　张　涛　王成波
于　晶　魏劲夫　巫　亮
朱　通　姜　敞　方　亮
李　烽

４１

新型混合式

有源电力滤

波系统关键

技术的研究

教育部 ２００９．１２．３０ 江苏大学 刘国海

刘　慧　陈兆岭　孙玉坤
廖志凌　景　亮　薛文平
刘星桥　张　懿　朱湘临
陆建民　李红斌　刘　颖

４２
系列高温熔

盐泵的研制

开发

中国石

油和化

学工业

协会

江苏大学 杨敏官

康　灿　何光国　何光荣
高　波　张选刚　袁丹青
李　辉　李　忠　刘　栋

４３

基于ＧＩＳ的
高速公路通

信监控　紧
急事件处理

和求援系统

的研究

河南省

科技厅

豫科鉴委字【２００９】
第３０５号 ２００９．０８．３１ 中原

工学院
王新泉

王明贤　李振明　陈建华
赵泽辉　张正廉　李　功
朱雪龙　李丽霞　苏　凯
武林朋　赵丽丽　张鬲君
陈　峰　吕　铮　苑永华

４４ 核电站用数
控遥控吊车

中国机

械工业

联合会

ＪＫ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０３７号 ２００９．０５．３１

常州东方

机电成套

有限公司

薛亦安 赵德安　焦子靖　覃江华

４５

３８０Ｖ－１０ｋＶ
矿用潜水泵

性能自动测

试系统

山东省

科技厅

鲁科成鉴字【２００９】
第７６７号 ２００９．１０．２０

山东星源

矿山设备

集团有限

公司　　

汤　跃

施卫东　潘述怀　潘　波
赵　坤　张金凤　袁建平
屈　兵　孔令华　许燕飞
骆　寅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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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组织鉴

定单位
证书编号 鉴定时间 完成单位

项目负

责人
其他主要完成人

４６

ＢＱＳ型系列
矿用隔爆型

大功率耐磨

潜水排沙泵

山东省

科技厅

鲁科成鉴字【２００９】
第７６６号 ２００９．１０．２０

山东星源

矿山设备

集团有限

公司　　

潘述怀

孔繁余　潘　波　张洪利
屈　兵　潘红英　孔同心
孔令华

４７ 高温减压塔
底泵的研制

中石化

科技开

发部

中国石化鉴字

【２００９】第１１１号 ２００９．０７．２２

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

有限责任

公司武汉

分公司

何玉杰

４８

小麦胚芽稳

定化及综合

利用新技术

与装备

中国粮

油学会

中粮学鉴字【２００９】
第２号 ２００９．０３．１５ 江苏大学 董　英

陈国平　徐　斌　肖　香
王　云　崔恒林　姜　松
朱　帜　钱　晔　伍　娟
臧小军　林　琳　郭贯新
张海晖　郭红英　吴艳博

２００９年科技项目（成果）获奖情况

一、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

温室关键装备及有机基

质的开发应用

江苏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上海市农业机械研究所

镇江世纪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毛罕平　李萍萍　郭世荣
陆春胜　胡永光　左志宇
胡建平　卜崇兴　卢道庆
宋丽萍

２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

节能环保型球团链篦机

关键制造技术及应用

江苏宏大特种钢机械厂

江苏大学

杨继昌　朱圣财　张永康
冯爱新　司乃潮　任旭东
张西良　李伯全　吴体常
吴　强

３ 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

基于神经网络逆的软测

量与控制技术及其应用

东南大学

江苏大学

戴先中　孙玉坤　刘国海
马旭东　张凯锋　朱湘临

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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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０９年教育部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教育部科技进步

二等奖

高效低污染喷雾技术研

究及装备创制与应用

江苏大学

苏州农业药械有限公司

现代农业装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吴春笃　王军锋　储金宇
张　波　杨学军　吕　鸣
罗惕乾　杨超珍　陈志刚
严荷荣　汪　建　杨敏官
葛福才

２ 教育部科技进步

二等奖

节能节材深井离心泵的

研究与开发

江苏大学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施卫东　陆伟刚　袁寿其
刘建瑞　王　洋　张金凤
张德胜　刘厚林　孔繁余
李　红　王相荣　张启华
李启锋　王洪亮　周　岭

３ 教育部技术发明

二等奖

难溶性药物高效增溶新

技术研究及其应用

江苏大学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徐希明　贾晓斌　余江南
段金廒　陈　彦　朱　源

４ 教育部科技进步

二等奖

多种方法逆转白血病多

药耐药的研究及应用

东南大学

江苏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陈宝安　许文林　王雪梅
孙新臣　程　坚　沈慧玲
敖忠芳　高　峰　袁　鹏
刘莉洁

三、２００９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科技进步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二等奖
系列输卤泵和防结盐阀

门的研制及产业化
江苏大学能动学院

杨敏官　王春林　贾卫东
姚庆余　殷震宇　高　波
康　灿　刘　栋　李　忠
顾海飞

２ 三等奖
ＤＮ２５－１０００ｍｍ多功能
开式水泵试验系统

江苏大学流体中心
马新华　施卫东　郎　涛
袁寿其　刘厚林

四、２００９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二等奖 大型开式水泵试验系统

江苏大学

江苏省流体机械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马新华　施卫东　袁寿其
郎　涛　刘厚林　孔繁余
李　红　刘建瑞　王　洋
张德胜

２ 二等奖

超快激光超润湿功能自

洁减阻声屏技术及其产

业化推广

江苏大学

周　明　蔡　兰　李　健
袁　润　李保家　叶　霞
任乃飞　刘会霞　高传玉

３ 二等奖
面向移动环境的网络化

制造集成技术与系统

江苏大学

镇江市信息化推进中心

清华大学

苏州市职业大学

顾寄南　于建武　陈雪芳
黄　娟　张　洁　张林?
范文慧　侯永涛　方立东
鲁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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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４ 二等奖

含钒微合金钢的组织超

细化控制技术研究与

应用

江苏大学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李新城　朱伟兴　梅东生
程兴德　陈　炜　张　洁
张开华　姜银方　郭　娟
宋立秋

５ 二等奖
生物柴油配制、燃烧与

排放污染物控制技术
江苏大学

王　忠　袁银男　梅德清
高宗英　马淋军　孙　平
王小哲　徐　凌　陈庶来
毛功平

６ 二等奖
动力机械工作过程理论

研究及工程应用

江苏大学

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常发动力机械

有限公司

扬州柴油机有限

责任公司

李德桃　杨文明　王　谦
单春贤　潘剑锋　何志霞
胡林峰　夏兴兰　唐爱坤

７ 三等奖
内装式多级矿用隔爆潜

水电泵的研究与应用

江苏大学

济宁安泰矿山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曹卫东　刘仲喜　陆伟刚
程永席　施卫东

８ 三等奖

电子视觉分选典型水果

和典型胶囊技术与专机

研制

江苏大学机电总厂

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镇江恒顺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许友谊　赵杰文　葛福才
邹小波　王维新

９ 三等奖 园艺电泵标准

江苏大学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

研究院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王　洋　陈　戈　王相荣
张咸胜　颜土富

１０ 三等奖
高性能不锈钢高压仪表

球阀的研制与产品开发
江苏大学

刘忠德　李传金　梁申勇
盛维琛　苗润生

五、２００９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二等奖
动力机械燃烧理论与燃

烧系统的研究及应用

江苏大学

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常发动力机械

有限公司

扬州柴油机有限

责任公司

李德桃　杨文明　王　谦
单春贤　潘剑锋　何志霞
胡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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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２ 二等奖

外源性一氧化碳释放分

子对创伤后严重炎症反

应的抑制作用及分子

机制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孙炳伟　刘东明　陈　曦
薛　玉　吕剑平　俞娟芬
孙志伟

３ 二等奖
ＢＭＰ奥必特高效液压
马达的开发与产业化

镇江大力液压马达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大学

张智敏　王顺发　眭　凡
潘　骏　翁爱光　朱元文
吴　术

４ 三等奖
高效低污染施药的关键

技术研究及应用

江苏大学

苏州农业药械有限公司

现代农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吴春笃　王军锋　储金宇
张　波　杨学军

５ 三等奖
家蚕对核型多角体病毒

的抗性和分子育种
江苏大学

陈克平　姚　勤　刘晓勇
王　勇　高峰林

６ 三等奖

基于数据挖掘的医学图

像识别及其临床应用

研究

江苏大学
宋余庆　陈健美　朱玉全
谢从华　朱　峰

７ 三等奖

能源经济系统的非线性

分析及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研究

江苏大学
田立新　孙　梅　杨卫国
丁占文　杨宏林

８ 三等奖 高效节能节水渣液泵

江苏国泉泵业制造

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朱荣生　曹卫东　付　强
杨爱玲　路　淼

附：

２００８年科技进步奖（补）

获奖类型 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三等奖
１００ＣＱＧ—８０Ａ全程监
控磁力泵

温州腾宇泵阀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叶子兆　曾培等

六、２００９年度中国汽车工业科技进步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三等奖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处理

发动机有害排放的研究

与应用

江苏大学
蔡忆昔　李小华　赵卫东
王　军　王　攀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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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２ 三等奖

生物柴油配制、燃烧与

排放污染物控制技术

研究

江苏大学
王　忠　袁银男　梅德清
高宗英　马淋军

３ 三等奖
永久磁铁形式缓速器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江苏大学

何　仁　牛润新　赵万忠
胡清训

七、２００９年度专利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２００９年度江苏省
专利金奖

合成高性能铝基原位复

合材料的Ａｌ－Ｚｒ－Ｂ－Ｏ
反应体系及其合成的新

材料

江苏大学
赵玉涛　程晓农　戴起勋
陈　刚

２ ２００９年度第十一届
中国专利奖优秀奖

合成高性能铝基原位复

合材料的Ａｌ－Ｚｒ－Ｂ－Ｏ
反应体系及其合成的新

材料

江苏大学
赵玉涛　程晓农　戴起勋
陈　刚

八、２００９年度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２００９年度中国商业
联合会科学技术奖

全国商业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

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

法定代表人结构研究

江苏大学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诚通集团

孔玉生　许晓世　张济建
秦永法　郑学成　苗卿华
李靠队　朱乃平　苗　晴
彭爱群　李国栋　陈　平
宋文阁

九、２００９年度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轻工专用泵标准 江苏大学

王　洋　汤　跃　黄道见
李　红　曹卫东　魏　东

十、２００９年度镇江市科技进步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二等奖
尿液中微粒物理特征的

光电检测理论和技术
江苏大学

王亚伟　韩广才　崔青义
苗永红　袁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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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２ 二等奖
茅苍术种质资源收集与

质量评价研究

江苏大学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

研究所

欧阳臻　王　鸣　赵　明
杨　雨　冯　煦

３ 二等奖

ＳＡＲＳ跨种传播的适应
性进化机制和 ＨＩＶ－１
重组及分子流行病学

研究

江苏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江苏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张驰宇　魏继福　郭宏雄
徐顺高

４ 二等奖
幽门螺杆菌及其毒力因

子致病机制的研究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张尤历　张　炜　唐　炜
何亚龙　徐　岷

５ 二等奖
江苏省生物质能开发利

用前景及示范方案设计
江苏大学

马志强　朱永跃　杜秀芹
洪　涛　毛翠云

６ 二等奖

重症急性胰腺炎 Ｆａｓ／
ＦａｓＬ介导的胰腺细胞
凋亡与 ＴＨ１／ＴＨ２偏移
相关性的实验研究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张建新　党胜春　陈　健
顾　敏　朱　蓓

７ 三等奖
高性能不锈钢高压仪表

球阀的研制与产品开发

江苏大学

江苏金湖输油泵

有限公司

刘忠德　李传金　梁申勇
盛维琛　苗润生

８ 三等奖
银杏外种皮的灭螺作用

及植物增效剂的影响

江苏大学

镇江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杨小明　陈盛霞　何广立
谢吉民　姜旭淦

９ 三等奖
非小细胞肺癌耐药相关

基因的表达及意义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李小琴　包泉磊　蒋志华
陈　萍　杜永杰

１０ 三等奖

白血病患者染色体、血

清ＩＬ－１２水平及间质
干细胞 ＳＣＦ等基因表
达变化及意义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陆益龙　叶立新　罗　鸣
余先球　侯　莉

１１ 三等奖 春柴胡质量标准研究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

江苏省镇江药品检验所

谢东浩　贾晓斌　欧阳臻
周　平　张林松

１２ 一等奖
ＢＭＰ奥必特高效液压
马达的开发与产业化

镇江大力液压马达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大学

张智敏　王顺发　眭　凡
潘　骏　翁爱光

１３ 一等奖 高效节能节水渣液泵

江苏国泉泵业制造

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朱荣生　曹卫东　付　强
杨爱玲　路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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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４ 一等奖
靶向基因在恶性肿瘤综

合诊疗中的应用研究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范　钰　蒋鹏程　钟锡明
丁佳逸　郑　树

１５ 二等奖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

ＭＩＣＭ研究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钱　军　林　江　吴雨洁
钱　震　朱照辉

１６ 二等奖

革兰阴性杆菌Ⅰ类整合
子分布、结构分析与耐药

关系的研究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

陈建国　王胜军　柳迎昭
苏兆亮　许化溪

１７ 二等奖

镇江香醋香气检测方法

及其香气谱库构建的

研究

江苏恒顺醋业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大学

马永昆　孙乐六　夏　蓉
魏永义　蒋家奎

１８ 三等奖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

及其型与患者免疫应答

及抗病毒疗效研究

句容市人民医院

江苏大学

南京市第二医院

经继生　马　洁　周　华
孙宝忠　马久明

１９ 三等奖
面向产品全寿命周期的

质量流控制机理研究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大学

方喜峰　张胜文　袁晓云
朱成顺　徐江敏

２０ 三等奖

城市污水中致病性类弯

曲菌生态特征及控制技

术研究

镇江市排水管理处

江苏大学

赵宝康　许小红　高　武
宁德刚　吴春笃

２１ 三等奖

杂化多酸纳米光催化剂

治理室内甲醛污染物的

应用研究

镇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江苏大学

梁晨辉　谢吉民　吕晓萌
尹常庆　邹云娣

２２ 三等奖

ＷＴ１基因异构体对白血
病细胞生物学行为的

影响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沈慧玲　许文林　顾伟英
胡绍燕　陈子兴

２３ 三等奖

扩张型心肌病发生发展

中神经体液机制的作用

及其对策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国辉　张赢予　陈　蓉

２４ 三等奖
旋转机械状态识别与故

障诊断技术及应用

江苏千鹏诊断工程

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骆志高　李光千　范雪飞
程显毅　张长松

２５ 三等奖

多功能复合稀土铜锌铝

记忆合金的关键技术及

产品开发与应用

镇江忆诺唯记忆合金

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司松海　司乃潮　张志敏
刘海霞　朱菊明

２６ 三等奖
基于人脸识别的门禁及

考勤管理系统应用

镇江江大科茂信息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大学

盛　平　詹永照　肖铁军
牛德姣　张　净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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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镇江市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 一等奖 乡土伦理（著作） 江苏大学 王露璐

２ 一等奖
当代中国“三农”理论与

实践问题研究（著作）
江苏大学 金丽馥　石宏伟

３ 一等奖

推进农业清洁生产，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实现我省

太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

的源头治理

江苏大学 李萍萍

４ 一等奖
中国农民失地问题的制

度分析（著作）
江苏大学 金丽馥

５ 二等奖
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

和人物（著作）
江苏大学 董德福　史云波

６ 二等奖
偏离 －份额分析法空间
模型及其应用

江苏大学 吴继英　赵喜仓

７ 二等奖
辽金元诗文史料述要

（著作）
江苏大学 刘达科

８ 二等奖 《瀛奎律髓》刊误（著作） 江苏大学 吴晓峰

９ 二等奖

中国古代的皇权与法

律———以隋代前期为例

的实证分析

江苏大学 张先昌

１０ 二等奖

中国城乡二元化社会保

障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著作）

江苏大学 石宏伟

１１ 二等奖
经管系统复杂性研究：理

论、方法和应用（著作）
江苏大学 杜建国

１２ 二等奖 科学检验的复杂性探析 江苏大学 钱兆华

１３ 二等奖 科学教育的价值追求 江苏大学 钟勇为

１４ 二等奖
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

（著作）
江苏大学 何志国

１５ 三等奖
法伦理文化视野中的和

谐社会（著作）
江苏大学 刘同君　魏小强

１６ 三等奖 哲学的时代回响（著作） 江苏大学 吕国忱

１７ 三等奖
“文明进程”的社会与国

际关系研究
江苏大学 阎　静

１８ 三等奖
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

择与政策调整（著作）
江苏大学 江心英　路正南

２１７



-./"01

（２０１０）

续表

序

号
获奖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１９ 三等奖
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发展

动态仿真与政策调控

江苏大学

镇江市政府办
何有世　许　明

２０ 三等奖
镇江市生物质能产业发

展战略研究

江苏大学

镇江市科技局
朱永跃　王志强

２１ 三等奖
国内翻译的意识形维度

研究回顾与展望
江苏大学 孙志祥

２２ 三等奖
意识形态对毛泽东诗词

翻译的影响
江苏大学 李崇月　张　彬

２３ 三等奖 论刑法的真善美 江苏大学 马荣春

２４ 三等奖
对正当防卫限度的再

认识
江苏大学 王春林

２５ 三等奖
论劳动权和商业秘密权

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江苏大学 胡良荣

２６ 三等奖

基于标准化管理提升江

苏省企业知识产权制度

运用能力的研究

江苏大学 唐　恒

２７ 三等奖

技术创新范式的演变分

析：基于系统发展观的

视角

江苏大学 李守伟　李备友

２８ 三等奖

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项目风险评价与控制

研究

江苏大学 马志强　李锦飞

２９ 三等奖
经济素养：当代大学素质

教育的新课题
江苏大学 曹　辉

３０ 三等奖
教师教育新论：对象、原

理、策略和发展（著作）
江苏大学 于忠海

３１ 三等奖 大学校长的文化形态研究 江苏大学 王长乐

３２ 优秀奖
登场的译者—英若诚戏

剧翻译系统研究
江苏大学 任晓霏

３３ 优秀奖

校本大学英语写作教研

辅助平台的设计构想及

理论基础

江苏大学 陈　红

３４ 优秀奖
法治政府考量与指标体

系研究
江苏大学 高庆年　牛玉兵

３５ 优秀奖

江苏高新技术产业自有

技术成分测定及现状

分析

江苏大学 董　洁　孙建祥

３６ 优秀奖
寻访瞿秋白父子在济南

的踪迹
江苏大学 史挥戈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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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获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立项情况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０９０１０７９ 设施栽培作物营养元素亏缺的高光

谱图像信息处理

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４０９０１１１２ 沉湖蓝藻群对底泥氮磷释放的影响

及酶学机制研究

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０９７４０５３ 高速高精无轴承同步磁阻电机支持

向量机逆动态解耦控制

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７０６１２ 人聚合酶Ｐｏｌδ小亚基ｐ１２生化功能
研究

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７５１２９ 高亮度、长寿命和热稳定性仿生光子

晶体ＬＥＤ关键科学技术研究

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７１３０１
Ａｎｔｉ－β２ＧＰＩ／β２ＧＰＩ诱导单核细胞
表达ＴＦ是否经过ＴＬＲ４／ＭｙＤ８８信号
转导通路？

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７１０６６ 声磁耦合场下合成块体铝基纳米复

合材料的机制与规律

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０７０３１ 城市轨道交通用初级永磁型直线电

机及其控制系统研究

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７１６８５ 名优茶品质智能审评中的新传感技

术及融合模型研究

１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０９７２０９１ 非光滑振动系统的非常规分岔问题

研究

１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７５１２７ 基于柔性掩模的暂态光电化学三维

微刻蚀技术研究

１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７９０３４ 离心泵内部非定常流动诱导振动和

噪声机理研究

１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７３６７７ ＴｒｋＡ脂筏色谱及其在中药抗肿瘤活
性成分筛选中的应用

１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０５０７７ 基于柔性关节的多维高频激振平台

设计理论及非线性解耦控制

１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０２０６１ 石墨烯超薄膜的制备及其光学、电学

性质调控

１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０９７６０７４ 双水相气浮溶剂浮选提取／分离抗生
素及分离行为和机理研究

１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７２７４８ ＧＩＴＲＬ诱导Ｔｈ１７细胞分化的分子机
制及在ＥＡＴ疾病发生中的作用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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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０６０３４ 液气射流泵内部射流混合现象及气

体吸收应用研究

１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０９０４０５２ 声隐身斗篷多重散射机理及其应用

研究

２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７５１２６ 超高应变率下的精密微体积成形相

关基础理论研究

２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００２８９ 瓣膜泵的内流场和血液相容性研究

２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０５０７８ 车辆蓄能半主动悬架系统工作机理

与智能控制研究

２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７８１２５ 城市污泥的表面活性与污泥煤浆的

成浆性规律

２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０３０４０ 石墨烯／炭基纳米复合材料制备及其
摩擦学研究

２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０５０８０ 基于高压纳秒量级激光冲击效应的

疲劳件延寿机理基础研究

２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０９０４０５３ 基于局部建模的大范围工况系统优

化控制

２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０８１０３ 氯盐侵蚀环境下横向裂缝开裂参数

对钢筋锈蚀影响规律研究

２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０９７２０９３ 流体切应力调控ＯＳＡＨＳ气道重建及
粘液毯的介导作用

２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０５０７６ 果蔬快速采摘的夹持碰撞模型与损

伤机理研究

３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７２６６３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向黑素细胞定向

分化的研究

３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７５１２５ 荷电雾滴群撞击植株靶标界面的动

力学过程研究

３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０９０４０１１ 饱和广义线性系统的分析与综合

３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０９７２０９２ 基于分子发光原理的光弹性涂层测

量方法

３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００６３０
ＦＧＦＲ１在 ＮＦＡＴｃ１通路异常致胚胎
心内膜细胞凋亡增殖紊乱中的作用

及机制

３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７５１２８ 飞秒激光近场虚拟光探针纳尺度加

工技术研究

３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７０３０９
微／纳米材料表面分子印迹对原花青
素同分异构体的分离／富集行为及机
理研究

３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７０５５６ 南美蟛蜞菊入侵对土壤微生物的影

响及反馈作用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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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３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９７０００６ 海洋嗜盐古菌生物地理学研究

３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５０９０５０７９ 中国低活化马氏体钢的焊接及其焊

件在液态锂铅中的腐蚀行为

４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０９７１０５９ 调节线粒体功能的抗肿瘤活性锰配

合物的合成及构效关系的研究

４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０９０４０５１ 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用包层折射率渐

变型大模场微结构光纤研究

４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７０９７３０４５ 危机性产业衰退的国际传导与我国

区域产业调整的机理与实证研究

４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０９７６０７５ 含多时间尺度非线性化学反应振荡

系统的复杂行为研究

４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４０９０５０７０ 典型滨海湿地 Ｎ２０排放的干湿交替
驱动机制

４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０９４７００３ 原生动物作为生物指示物研究多溴

联苯醚的环境行为和生物毒性

４６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５０９２５２０７ 结构导向的功能簇合物非线性光学

性能调制研究

４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项目 ６０９７４０６０ 高可靠性定子永磁型电机驱动系统

及其容错控制

４８ 国自对外交流与合作 瘦素诱导Ｔｈ１７细胞分化的体内研究

４９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２００８ＺＸ０７３１７－００１
高节水率城市雨污水管网建设、改造

和运行调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

示范

５０ 国家科技支撑合作 ２００８ＢＡＦ３４Ｆ３４Ｂ１５ 工业电机及典型泵阀节能关键技术—

泵、风机测试关键技术研究

５１ 国家科技支撑合作 ２００８ＢＡＦ３４Ｆ３４Ｂ１０
工业电机及典型泵阀节能关键技术—

高效节能工业泵阀节能技术开发与

应用

５２ 国家支撑合作
海洋食品精深加工技术研究与产业

化示范

５３ 国家支撑合作 ２００９ＢＡＤＢ５Ｂ００ 大型油菜收获机械研究与开发

５４ 国家支撑合作 ２００８ＢＡＤＡ６Ｂ０３ 油菜中小型高效机械化生产装备研

制及配套农艺技术研究

５５ 国家科技支撑子项 ２００８ＢＡＤＡ６Ｂ０４ 有机基质湿度、ＥＣ和 ｐＨ检测技术
研究

５６ 国家科技支撑子项 ２００８ＢＡＤＡ１Ｂ０３ 食用菌功能成分提取设备研制及提

取技术研究

５７ 国家支撑二次合同 ２００６ＢＡＤ１１Ａ１３－０３ 优质绿茶清洁加工过程含水量检测

技术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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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５８ 国家科技支撑二次合同 ２００７ＢＡＩ２７Ｂ０１ 珍稀濒危南药栽培技术研究

５９ 国家科技支撑二次合同 ２００８ＢＡＤＪ１１Ｂ０５ 长沙 ＧＮＳＳ连续运行参考站系统坐
标联测与基站建设

６０ “８６３” 切纵流智能控制稻麦收获技术与装

备研究

６１ “８６３” ２００９ＡＡ０３Ｚ１０７ 压电纤维复合材料有序生长制备技

术及智能驱动／传感器件

６２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０８ＡＡ０４０１５０ 麦稻秸秆收获技术与装备研究

６３ “８６３”合作 ２００８ＡＡ１１Ａ１４７ 奇瑞ＱＱ电动汽车整车技术研发

６４ “８６３”合作 面向老年腰腿疼痛的中医按摩机器

人平台研究

６５ “８６３”重点课题合作 ２００８ＡＡ１００９０１ 高秆作物高效施药技术研究与装备

创制

６６ “８６３”二次合同 ２００８ＡＡ１０Ｚ１５２ 高含油量与优质脂肪酸组成转基因

油菜研究

６７ “８６３”二次合同 ２００７ＡＡ１０Ｚ１４１ 植物根边缘细胞发育调控相关基因

的功能分析

６８ “８６３”子项 ２００８ＡＡ１００９０４－０４ 篱架型作物高效施药技术喷雾基础

研究

６９ “９７３”子项 ２００６ＣＢ４０３２０６ 西南喀斯特山地石漠化与适应性生

态系统调控

７０ 科技部转基因重大专项（课题） ２００９ＺＸ０８０１１－００３Ｂ
转 ＧＬ融合蛋白基因和转双反义分
支基因水稻食用安全性评价技术体

系的建立

７１ 科技部转基因重大专项（课题） ２００９ＺＸ０８０１２－０１８Ｂ 高适量二维电泳 质谱联动技术检测

基因水稻产品

７２ 科技部转基因重大专项课题合作 ２００８ＺＸ０８０１１－００１ 品质改良转基因水稻的环境安全评

价技术

７３ 科技部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 ２００８ＺＸ１０００４－００９ 病原体变异分析技术研究

７４ 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项目 ２００９ＧＪＣ１００４２ ２Ｇ／３Ｇ／ＷＬＡＮ多频段美化天线设计
技术

７５ 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项目 ２００９ＧＪＣ３０００２ 节能节材深井离心泵系列开发及产

业化

７６ 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项目 ２００９ＧＪＣ１００２４ 数字存储半导体管特性图示仪开发

及产业化

７７ 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项目 ２００９ＧＪＣ１００３５ 节能环保型自励式缓速器产品开发

及产业化

７８ 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项目 ２００９ＧＪＣ１００３４ 基于蒜素生成控制技术的蒜片加工

及产品开发研究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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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７９ 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动项目 ２００９ＧＪＣ１０００７ 余压液体能量回收用液力透平的开

发与应用

８０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高效、低排全铝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制

造技术及产业化

８１ 科技部国际合作 ２００９ＤＦＡ３２０００ 米糠全价利用关键技术

８２ 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合作 ０９Ｃ２６２１３２０１０４４ 新型多用途多元记忆合金的开发与

应用

８３ 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合作 ０８Ｃ２６２１４４０１２５０ 企业电能审计与管理系统

８４ 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合作 ０９Ｃ２６２１３２０１００４ 用于低振动高刚度金刚石锯片基体

的金属塑料复合材料

８５ 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合作 ０９Ｃ２６２１３２００８７５
采用太阳能空气集热器和太阳能房

对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资源化处置

技术及成套工艺设备的研发

８６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高压共轨式柴油机空穴雾化机理

研究

８７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高速数控机床工具系统的精度设计

及其控制

８８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四环素类药物温敏型原位胶凝微粒

给药系统研究

８９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
基于功能金属簇合物分子结构的非

线性光学性能调制研究

９０ 教育部优博项目 ２００９６８ 基于软测量、生物传感和多传感信息

融合的镇江香醋发酵过程研究

９１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２ 高速高精无轴承同步磁阻电机驱动

系统研究

９２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４ 土壤微生物群落入侵植物导向演替

研究

９３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７ 基于气味识别的农产品快速无损检

测新技术研究

９４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８ 荷电雾滴沉积模式的近红外诊断与

尺寸效应

９５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０９ 卤素桥联超分子配合物材料的合成

及其光电特性

９６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２ 中国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可持续发展

战略研究

９７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３ 基于分层递阶与多智能体理论的车

辆底盘协调控制研究

９８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１００１５ 硅基微／纳米材料分子印迹固相萃取
分离／富集酚类环境激素及机理研究

２２３



-./"01

（２０１０）

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９９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０４ 车辆蓄能半主动悬架系统智能控制

研究

１００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０６ 基于柔性掩模的光电化学三维微刻

蚀技术研究

１０１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０７ 新型并联多维高频激振平台的系统

设计理论研究

１０２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０ 状态饱和广义线性系统的分析与

综合

１０３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２ 基于超高压均质的生物油改性的机

理研究

１０４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３ 果实采摘机械手运动性能优化与灵

巧避障控制策略研究

１０５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类） ２００９３２２７１２００１８ 时变磁冷等离子电磁散射时域计算

方法及关键技术研究

１０６ 博士点基金合作 ２００８０７１００００４ 离子液体浮选分离／富集／分析环境
中抗生素残留及机理研究

１０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８０４４１０７０ 抗弯曲损耗新型单模光纤研究

１０８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８０４４１０７１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系统的快慢型模

型构建研究

１０９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８０４４１０７２ 风鱼加工过程中风味形成机理及其

控制技术研究

１１０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８０４４１０７３ 果蔬精准采摘的变焦距双目视觉伺

服研究

１１１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６９ 碳纳米管／炭基纳米复合材料制备及
其摩擦学研究

１１２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０ 柴油机高压喷射空穴雾化机理的

研究

１１３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１ 基于ＳＢＭ的泵类旋转机械工况监视
与故障预示研究

１１４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２ 光纤传播模型中新型孤子的稳定性

分析及控制

１１５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３ 云制造理论及访问控制方法研究

１１６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６ 家蚕丝素水解物治疗２型糖尿病功
能成分的制取与初步鉴定

１１７ 中国博士后基金 ２００９０４５１１７４ 微构件热弯成形制造基础研究

１１８ 国家标准化修订 污水污物潜水电泵、轻小型柴油机

１１９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９０１０１０Ｂ 基于并联机构的车辆多维减振座椅

的系统设计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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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９０１０１０Ｃ 有序压电纤维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

与理论研究

１２１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９０１０４７Ｃ 云制造理论及访问控制技术研究

１２２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９０１０４８Ｃ 基于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的名优

茶品质智能审评机理及模型研究

１２３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９０１０７８Ｃ 高强、高耐磨炭基纳米复合材料的制

备及其性能研究

１２４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９０１０７９Ｃ 家蚕丝素水解物中治疗糖尿病功能

成分的制取与鉴定

１２５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９０１１３５Ｃ 国际金融危机下能源与经济增长理

论的研究

１２６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８０２０１８Ｂ 微结构光纤及其在光纤激光器中的

应用研究

１２７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８０２０２４Ｃ 难变形材料微构件的激光辅助热弯

成形制造基础研究

１２８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８０２０２５Ｃ 风鱼干燥加工过程中风味形成机理

及其控制技术研究

１２９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８０２０７２Ｃ 低碳贝氏体钢的关键技术研究

１３０ 省博士后基金项目 ０８０２０７３Ｃ 半离散动力系统孤立波若干问题的

研究

１３１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攀登 ＢＫ２００９０００６ 离心泵内部流动诱导振动噪声机理

及其主动控制技术研究

１３２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１９６ 分子基磁性纳米材料的形态合成和

磁学性质

１３３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１９７ 编码先验知识的双重搜索算法及其

在癌症诊断方面的研究

１３４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１９８ 基于异源信息融合的运动单元特征

信息提取研究

１３５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１９９ 基于对象运动深层语义的视频事件

检索方法研究

１３６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００ 脉宽调制变量喷施系统喷药量和喷

施过程的精确控制

１３７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０１ 高功率微型发动机催化压燃方式

研究

１３８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０２ 虚拟轴机床刀具位姿高精度控制关

键技术研究

１３９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０３ 激光诱导冲击波高应变率板料成形

极限图研究

１４０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０４ 高速高精无轴承同步磁阻电机驱动

系统理论与试验研究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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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１２ 城市轨道车辆车体结构振动与车内

声场耦合研究及车内噪声综合评价

１４２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１４ 牛蒡低聚果糖诱导罗伦隐球酵母相

关差异表达基因和差异蛋白的分离

１４３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１５ 风鱼风味形成机理的研究

１４４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１６ 碧螺春品质仪器智能审评仿生人工

感官审评研究

１４５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１７ 萝卜芳香酰基化花青素的微观构象

与生物活性关系的研究

１４６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１８ 离心泵叶轮进出口回流的生成机理

及流动规律

１４７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博士） ＢＫ２００９７１８ 微反应器法原位制备改性 ＢＮＴ压电
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技术与理论

１４８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博士） ＢＫ２００９７０５ 垃圾填埋场空气净化消毒关键技术

的研究及应用

１４９ 省自然科学基金合作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２１ 钢表面耐热、耐磨冶金反应复合涂层

的制备及性能

１５０ 省自然科学基金合作项目 ＢＫ２００９２１９ 微尺度激光冲击处理的压力模型、改

性机制及工艺研究

１５１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壳聚糖纳米微粒介导 ｃｒｉｐｔｏ基因
ｓｈＲＮＡ逆转大肠癌细胞肝转移的作
用和机制探讨

１５２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 ＳＡＬＬ４基因
表遗传学改变及其靶向治疗的实验

研究

１５３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基因多态性与先天性心脏病易感性

关系的研究

１５４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ＣＲＰ调控脂联素表达的分子机制
研究

１５５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ＦＧＦＲ１在 ＮＦＡＴｃ１通路异常致 ＥＣＣ
细胞凋亡增殖紊乱中的作用及机制

１５６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ＤＮＡ甲基转移酶１的致瘤性及 ＲＮＡ
干扰治疗胰腺癌的研究

１５７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急性胰腺炎继发感染的早期诊断指

标和靶向治疗

１５８ 省自然科学基金合作项目
抗病毒治疗下 ＨＩＶ—１细胞嗜性改
变及ｅｎｖ基因适应性进化的研究

１５９ 省产学研创新 ＢＹ２００９１４１ 工厂化生产食用菌药用价值开发的

关键技术研究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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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６０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合作
ＳＥＶＡＮ６５０圆筒形超深海钻井储油
平台研发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１６１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合作 ＢＡ２００９１２４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技术体系转化及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１６２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合作
柔性超高压水切割系统（测控技术）

研发

１６３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合作
柔性超高压水切割系统（超高压射

流技术）研发

１６４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合作 ＢＡ２００９０６０
满足美国 ＴｉｅｒⅣ与欧盟ⅢＡ排放法
规的电控非道路柴油机研发与产

业化

１６５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合作 ＢＡ２００９１１１ 小麦胚芽、麸皮高效增值全利用关键

技术开发与产业化

１６６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合作 ＢＡ２００８０４７ 面向３０ＭＷ薄膜太阳能电池的激光
刻蚀设备及产业化

１６７ 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合作 ＢＡ２００８０６９ 大型、精密、高速数控装备用关键功

能部件研发及产业化

１６８ 省科技支撑（工业） ＢＥ２００９１２３ 基于纳米硅薄膜的高灵敏度超微压

压力传感器研发

１６９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纳米晶／非晶硅薄膜太阳电池关键工
艺及自主设备研发

１７０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ＢＥ２００９１２７ 大飞机用亚微米颗粒增强铝基复合

材料研究与开发

１７１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面向ＴＤＳＣＤＭＡ／ＷＣＤＭＡ／ＣＤＭＡ２０００／
ＷＬＡＮ等多系统融合覆盖的多频合路及
快速调试技术研发

１７２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三频带双极化 ＴＤ－ＳＣＤＭＡ定向智
能基站天线研究与开发

１７３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纳米硅线大功率动力锂电池负极材

料关键技术研究

１７４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高强高模碳纤维生产专用关键精控

牵伸（成套）装备研发

１７５ 省科技支撑（农业） ＢＥ２００９３６８—１ 紫菜蛋白多糖多频脉冲超声辅助提

取技术研究及产品开发

１７６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０９３９６ 家用秸秆气化装置关键技术及设备

研究与开发

１７７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０８０５０ 基于时隙控制的 ＴＤ－ＳＣＤＭＡ通信
直放站的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

１７８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０８３８５ 果蔬三维鲜切机关键技术及产品

研发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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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７９ 省科技支撑（农业）合作 ＢＥ２００８３２４ 高效环保静电喷雾机械的研制与产

业化

１８０ 省科技支撑（工业）合作 ＢＥ２００８１１５ 草酸二甲酯加氢生产乙二醇研发

１８１ 省科技支撑（社发） ＢＥ２００８６１５ 镇江市北部滨水区水环境建设关键

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

１８２ 省科技支撑（社发）合作 ＢＥ２００９６０９ 农民和异地民工及异地安置医保一

卡通示范工程

１８３ 省国际科技合作
结构损伤检测中压电纤维复合材料

的有序生长制备及应用技术

１８４ 省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双能源高频电磁感应无极灯道路照

明系统

１８５ 省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发动机用乳化柴油高效助燃供油系

统的开发

１８６ 省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ＢＣ２００９２６４ 特种耐磨铜合金材料及产品研发和

应用

１８７ 省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数控激光并联机床研发与制造

１８８ 省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资金 商用汽车缓速器智能控制系统开发

１８９ 省企业院士工作站合作 江苏省企业院士工作站２个

１９０ 省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合作
江苏省丹阳家纺创新设计公共技术

服务中心

１９１ 省苏北技术创新合作

高蒜素大蒜片热风—微波真空联合

干燥和超微粉制备技术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究

１９２ 省苏北技术创新合作 ＢＮ２００８０１０ 家用轿车节能型电动助力转向器开

发及产业化

１９３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合作 ＢＣ２００８１４０ 造用于ＧＩＳ系统的空间数据库引擎
的开发

１９４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合作 ＢＣ２００８１３９ 结合太阳能空气集热器的海水／苦咸
水淡化小型处理装置

１９５ 省“３３３” 非线性尖峰孤立波方程的解分析

研究

１９６ 省“３３３”
磁场与超声场耦合作用下合成铝基

原位纳米复合材料的机理及规律

研究

１９７ 省“３３３” 减阻节能输送管道功能涂层仿生制

造与产业化技术

１９８ 省“六大人才”
公交客车电子控制空气悬架关键技

术与应用研究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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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９９ 省“六大人才”
高性能金属塑性成形毛化模具新技

术的应用研究

２００ 省“六大人才” 保障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问题研究

２０１ 省“六大人才”
多技术融合的农产品品质无损检测

研究

２０２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 ０９ＣＦＸ０５７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研究

２０３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０９ＢＫＧ００８ 汉晋佛像考古发现与研究

２０４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 ０９ＣＴＱ００６ 欧美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研究课题

分析

２０５ 国家社科一般项目 ０９ＢＦＸ００８ 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律文化创新问题

研究

２０６ 国家社科青年项目 ０９ＣＴＪ００６ 提高网络调查数据质量的方法与对

策研究

２０７ 财政部 中国中小企业运营监测

２０８ 财政部
后危机时期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战略

与扶持政策

２０９ 国家知识产权局 智能农业装备技术专利战略研究

２１０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０９ＹＪＡ６３００５２ 资源禀赋与能源需求双重约束下的

我国风能资源开发战略研究

２１１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０９ＹＪＡ６３００５３ 组织信任与员工创新研究：创新心理

的中介效应与组织因素的调节效应

２１２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０９ＹＪＡ７９００８８ 基于复杂网络模型的我国能源供需

体系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２１３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０９ＹＪＡ８４００１３ 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研究

２１４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０９ＹＪＡ９１０００４ 中国Ｒ＆Ｄ统计体系研究———基于国
际比较视角

２１５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０９ＹＪＡ７４００５５ 戏剧翻译的语料库戏剧文体学研究

体系

２１６ 教育部一般项目 ０９ＹＪＡ８２００４６ 劳动法治视域下的劳动刑法制度

研究

２１７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０９ＹＪＡ８８００４４ 当前我国教师惩戒权流失状况、归因

与对策研究

２１８ 教育部青年项目 ０９ＹＪＡ７９０１２４ 颠覆性创新与我国中小企业动态竞

争优势的构建

２１９ 国家社科子课题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汉英词典》的

研编

２２０ 中国工信部
中小企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政策

研究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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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２２１ 中国工信部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作配套研究

２２２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９ＬＹ０５１ 我国城市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２２３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９ＬＹ０９９ 基于局部风险最小化的信用衍生品

定价与套期保值研究

２２４ 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二承担单位） 国家高新区知识产权状况问卷调查

２２５ 国资委
改革３０年国有经济布局演变分析及
调整思路研究

２２６ 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０９ＥＹＡ００２ 江苏发展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研究

２２７ 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０９ＺＸＣ００８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

２２８ 省社科基金指导性项目 ０９ＷＷＤ０１０ 大学英语教师教学信念研究

２２９ 省社科基金指导性项目 ０９ＥＹＤ０１９ 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重点、难点

和对策研究

２３０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江苏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研究

２３１ 中国法学会部级项目 ＣＬＳ－Ｄ０９２５ 劳动合同法实施效益问题研究

２３２ 省社科基地一般项目 ０９ＪＤ０１４ 江苏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研究

２３３ 省社科基地一般项目 ０９ＪＤ０１２ 面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社会化服

务网络研究

２３４ 中国保监会 ＺＤＢ２００８０７ 基于健康保险的健康管理运作模式

研究

２３５ 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０９０１２ 江苏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评价

研究

２３６ 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０９０１３ 全球金融危机与粮食危机背景下江

苏农业国际化的发展对策

２３７ 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０９０１４ 江苏高新技术“双十产业”自主创新

能力现状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

２３８ 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０９０１１ 创新型企业技术、资本与收益分配机

制研究

２３９ 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０９０１５ 江苏企业知识产权产品价值与竞争

力研究

２００９年教师出版著作（译著）一览

序

号
著作名称 专著／编著 出版单位 著作人 字数（万字）

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ｏｃｕｓｏｎ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英文出版的

学术性专著

Ｔｒａｎｓ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曹顺生 １．３８

２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英文出版的

学术性专著

ＮＯＶ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ＵＳＡ 胡　杰 ４６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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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号
著作名称 专著／编著 出版单位 著作人 字数（万字）

３ 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学术性专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赵喜仓 ２９

４ 国际财务管理 学术性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张　华 ６９

５ 财务会计 学术性编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张　华 ４６

６ 数字滤波器设计及工程应用 学术性编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宋寿鹏 ３４

７ 神经系统毒理学 学术性编著
北京大学医学

出版社
陆荣柱 １．２

８ 病毒性疾病诊断与治疗 学术性编著 科学出版社 邵世和 ８．２

９ 病原生物学诊断技术 学术性编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邵世和 １９．７

１０ 临床寄生虫检验学 学术性编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陈盛霞 ２

１１ 干细胞与肿瘤 学术性编著
中国协和医科

大学出版社
许文荣 ６

１２ 面向智能体开发环境ＪＡＣＫ的实践 学术性编著 科学出版社 程显毅 ３２．５

１３ 快速精通 Ａｌｔｉｕｍ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６电路图和 ＰＣＢ
设计

学术性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袁鹏平 ５１．９

１４ 瀛奎律髓刊误 学术性编著 武汉出版社 吴晓峰 １１７

１５ 当代中国“三农”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学术性专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金丽馥 ３７．８

１６ 中国伦理学６０年 学术性专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露璐 ２．５

１７ 五四以来中国思潮与人物研究 学术性专著 人民出版社 董德福 ３５

１８ 食品中的化学污染物及其防治措施 学术性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丁青芝 ２．６

１９ 食品安全与化学污染物防治 学术性编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骆　琳 ５．３

２０ 创业案例集 学术性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梅　强 ３０

２１ 完美狼团队———打造高绩效网商 学术性专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胡桂兰 ３０．１

２２ 正向心态 学术性编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 宋联可 １４．５

２３ 现场形象管理手册 学术性编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宋联可 ３５．２

２４ 高效人力资源管理案例：ＭＢＡ提升捷径 学术性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宋联可 １８

２５ 经管系统复杂性研究：理论、方法和应用 学术性专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杜建国 ３０

２６ 社会科学计算实验理论与应用 学术性专著 上海三联书店 杜建国 １２

２７ 现代大学教学方法论 学术性专著
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张忠华 ３９

２８ 高等教育课程理论新探 学术性专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高有华 ３７．２

２９ 道德教育与人的经济生活 学术性专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曹　辉 ２４．６

３０ 公共言语表达学 学术性编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茅海燕 ２１．５

３１ 数字影视动画场景创作 学术性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 殷　俊 ２６．８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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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基金资助出版专著一览

序号 著作名称 著作人 职称 出版单位

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视域 吕国忱 教授 人民出版社

２ 制度与路径依赖 马耀鹏 副教授 人民出版社

３ 夯实党的大学生群众基础的理论和实践 苏益南 副教授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４ 中国当代大学英语课程改革：探索与研究 陈　红 副教授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５ 话语与身份：教书匠的另类形象 钟兰凤 副教授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６ 资产质量评价与实证研究 徐文学 副教授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７ 企业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 赵顺娣 副教授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８ 商标法专题研究 冯　涛 副教授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９ 文本意识形态批评分析及其翻译研究 孙志祥 副教授 中国社科出版社

１０ 高校中层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实践 李战军 副研究员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１１ 法学视野中的大学自治———以大学权力为中心的分析 夏　民 副教授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各类技术合同统计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单位：元

合同类别 合同数
合同成交金额 技术合同预测经济效益调查

合计 其中：技术交易额 调查的合同数 预计新增投入 预计新增产值

合　计 ５５３ １８０００．９３ １５８１３．８４

技术开发合同 ３６９ １３１１８．４０ １０９６２．２１

技术转让合同 ２７ ８１３．１８ ７９７．１８

技术咨询合同 ３９ ７２６．９０ ７２０．９０

技术服务合同 １１８ ３３４２．４５ ３３３３．５５

科研基地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概况

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 批准／成立年份 批准单位 负责人

１ 江苏省中小功率内燃机工程研究中心 １９９８ 江苏省发改委 刘胜吉

２ 江苏省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１９９９ 江苏省科技厅 施卫东

３ 江苏省农产品生物加工与分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３ 江苏省科技厅 马海乐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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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名称 批准／成立年份 批准单位 负责人

４ 江苏省铝基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３ 江苏省科技厅 赵玉涛

５ 生物柴油动力机械应用工程中心 ２００６ 江苏省发改委 袁银男

６ 江苏省高性能特种精密钢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 江苏省科技厅 程晓农

７ 江苏省拖拉机及机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 江苏省科技厅 高　翔

８ 江苏省太阳能电池激光加工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 江苏省科技厅 周　明

９ 江苏省高温合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 江苏省科技厅 赵玉涛

１０ 国家农产品加工分中心 ２００９ 农业部 马海乐

１１ 江苏省电气设备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９ 江苏省科技厅 刘国海

１２ 江苏省汽车焊接冲压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９ 江苏省科技厅 雷玉成

１３ 江苏省汽车零部件精密锻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２００９ 江苏省科技厅 王雷刚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概况

序

号
重点实验室名称

批准／成立
年份

批准单位 负责人

１ 江苏省汽车工程重点实验室 １９９８ 江苏省教育厅 何　仁

２ 江苏省材料摩擦学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２ 江苏省教育厅 程晓农

３ 江苏省光子制造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５ 江苏省教育厅 张永康　周　明

４ 江苏省动力机械清洁能源与应用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７ 江苏省教育厅 袁银南

５ 机械工业金属基复合与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７ 机械工业联合会 赵玉涛

６ 机械工业机械结构损伤检测评估技术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７ 机械工业联合会 骆　英

７ 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７ 教育部 李萍萍　毛罕平

８ 江苏省道路载运工具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８ 江苏省科技厅 陈　龙

９ 机械工业激光冲击波加工技术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８ 机械工业联合会 张永康

１０ 机械工业离心泵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８ 机械工业联合会 杨敏官

１１ 江苏省农业装备与智能化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２００９ 科技厅 毛罕平

国际合作平台

序

号
重点实验室名称

批准／成立
年份

批准单位 负责人

中澳光电分子功能材料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２００９ 科技部 张　弛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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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基地与公共服务平台

２００９年校外新建研究院及研究中心

序号 名　称 合作单位 合作单位 签订日期

０９１３ 江苏大学常州工程技术研究院 江苏大学
常州市科教城管理

委员会
２００９．０５．１８

０９２２ 东海—江苏大学汽车配件研发中心 江苏大学 东海县人民政府 ２００９．０５．２０

０９４９ 江苏大学—江苏永兴集团产学研合作暨共建

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研究生部 江苏永兴集团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０９６８ 江苏大学镇江工程技术研究院 江苏大学 镇江新区管委会 ２００９．１１

０９６９ 江苏大学无锡工程技术研究院 江苏大学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

人民政府
２００９．１１．０２

学术交流

科技交流情况

科技交流形式 合计 国（境）内 国（境）外

合作研究［派遣］（人次） ９９ ６８ ３１

合作研究［接受］（人次） ９３ ７０ ２３

国际学术会议［出席人员］（人次） １００ ８５ １５

国际学术会议［交流论文］（篇） １００ ８５ １５

国际学术会议［特邀报告］（篇） ４ ３ １

国际学术会议［主办］（次） ２ ２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交流情况

学术交流类别

校办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 受聘讲学 社科考察 进修学习 合作研究

本校

独办

数

与外单

位合办

数

参加

人次

提交

论文

（篇）

派出

人次

来校

人数

派出

人次

来校

人数

派出

人次

来校

人数

派出

人次

来校

人数

课题数

（项）

合　计 ４ １ １２ １２ １０ １２ ２ １０

国际学术交流 ２ ２ ４

国内学术交流 ４ 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８ ２ １０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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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表及被收录情况

论文发表数（２００９年发表数） ３０５７篇

ＣＳＳＣＩ收录（２００８年被收录） １４１篇

三大检索数（２００８年被收录） １１５８篇

　　其中：ＳＣＩ收录 ３３３篇

　　 ＥＩ收录 ６９３篇

　　 ＩＳＴＰ收录 １３２篇

（撰稿人：李少峰　审稿人：许晓世）

校办产业

综述

２００９年校办产业工作主要是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产

业管理和科技园建设等工作。

【加强制度建设】　在建立江苏大学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管理

体制的基础上，组建了资产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管理层，规范建立有效的经营管理工作

程序及经营考核办法。制订了《资产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

《资产公司对派出董事、监事履行职责的管

理办法》、《资产公司关于推行年度经营管

理目标责任制的暂行办法》。

【做好企业管理工作】　１．２月２０日资产
公司召开了投资企业负责人会议，总结了

２００９年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及 ２０１０年重点
工作。２．为了切实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
人职责，维护所有者权益，落实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责任，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根据《资产公司关于

推行年度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的暂行办

法》，２００９年初与所属独资企业签订年度目

标管理责任书、与参股企业商订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的管理目标，年底根据责任书的要求

进行了考核。３．为充分发挥派驻各控参股
公司董事、监事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股权管

理，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履行投资者的义务，

资产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２日召开了外派董
监事会议，组织董监事学习《公司法》中董、

监事的职责和权利、《江苏大学资产经营管

理公司关于派出董事、监事履行职责的暂行

规定》及《江苏大学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关于

推行年度经营管理目标责任制的暂行办法》

等文件精神。要求董监事通过参加所投资

公司的股东会或董事会，贯彻执行学校或资

产公司对所投资公司发展、决策的意见，认

真研究分析各投资公司财务月报表、季报

表、年度财务报告、工作报告、审计报告，掌

握各投资公司总体运行发展情况，及时发现

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采用合法的方式进

行干预，确保资金运行安全和经济效益，确

保国有股的保值增值，促进企业发展。

４．资产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８月下旬走访各投
资公司，更多地了解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情

况，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了实际工作中的

一些困难。５．根据校长办公会会议精神，经
资产公司董事会表决，由资产公司投资 ３０
万元注册成立“镇江亿百特信息服务有限公

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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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镇江江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为贸易企

业，科技含量低，加上学校占股比例较低，资

产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撤出投资。
【完成财务审计和产业统计年报工作】　由
学校审计处、财务处和资产公司联合发出通

知，由审计处牵头聘请中介机构对各投资公

司２００９年财务进行年度审计；按照省教育
厅科技发展中心的部署要求，将经审计的投

资公司财务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后，上报省

教育厅。

【积极加强资产管理，做好国有产权登记

工作】　２００９年３月，资产公司统一申办了
本公司及所属企业的产权登记，并对所属企

业的产权登记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所属

企业及时上报产权登记所需的有关文件材

料，并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出具相关的验资报

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等，确保客观、公正、

实事求是，汇总后连同本公司有关文件材料

报送省教育厅科技发展中心统一办理产权

登记，做到产权登记不重不漏，确保国有资

产的完整。

【大学科技园建设工作】　资产公司积极配
合相关部门共同推进“镇江江大—江科大大

学科技园”的建设工作，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已通过专家组的评估验收；协助科技处筹备

成立工程技术研究院和技术转移中心，为技

术成果转化、孵化及企业入园等提供政策咨

询；推荐５家企业入园，并完成工商注册登
记手续。

【企业服务工作】　协助企业做好企业的设
立、合并、注销、变更，全力做好企业的税务、

工商及企业代码证年检等工作；按时完成企

业财务报表收集、汇总、分析工作，定期向领

导提供企业财务运行状况；做好学校科技成

果转化、转让和产业化过程中决策咨询和服

务工作。

２００９年江苏大学全资及参股企业
（不含后勤集团所属企业）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法人代表 备　注

１ 江苏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陈锦清 全资

２ 江苏大学机电总厂有限公司 许友谊 全资

３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质量技术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施卫东 全资

４ 江苏大学汽车摩托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陆　勇 全资

５ 江苏大学土木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骆　英 全资

６ 江苏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吴明新 全资

７ 镇江亿百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王维华 全资，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注册成立

８ 镇江市江大江科大大学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 沈　沉 参股

９ 镇江市江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全　力 参股

１０ 镇江江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杨小卫 参股，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撤出投资

１１ 江苏江大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徐　亮 参股

１２ 镇江江大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朱殿春 参股

１３ 镇江江大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孟合营 参股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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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法人代表 备　注

１４ 镇江和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林忠伟 参股

１５ 镇江金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沈国贤 参股

１６ 成都工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陆洲 参股

１７ 江苏捷士达高校科技开发公司 赵海阳 参股

１８ 开封中州高新农业装备股份公司 黄锦东 参股

１９ 江苏省大亚铝基复合材料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陈建华 参股

２０ 华博机械教育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周然飞 参股

２１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朱　明 参股

２２ 南京机床集团 闻庆云 参股

（撰稿人：左　勇　审稿人：余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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